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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随着地震台网建设 的完善，世界各 国均积累 了大量的地震 目录资料。如何 

将地震 目录资料直接应用于地震危险性分析 中是 目前地震学研 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已有学者 

提 出多种空间光滑方法将地震 目录资料直接应用于地震危 险性分析 中，然而，对于与地震危 

险性分析密切相关的地震时空统计分布 的研究却相对滞后，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为 了探讨 

如何科学合理地将地震 目录资料直接应用于地震危 险性分析 中，我们根据 中国大陆的地震 目 

录资料 ，在对地震 目录进行完整性分析和采用不 同除丛方法进行余震删 除的基础上，对地震 

发生的时间、空间统计分布特征做 了系统、深入 的研究，并定量研究 了余震时空丛集对地震 

危险性分析 的影响。 

首先，我们采用定量统计方法，对我国仪器记录地震和历史破坏性地震的完整起始年 限 

做 了分析，得到了完整的地震 目录，以此作为研 究地震时空统计分布特征的基础资料。 

对于时间分布特征研 究，我们以地震区为研究单元，采用时空窗法和基于 ETAS模 型的 

随机除丛法—— 两种余震删除方法对地震序列 中的余震进行 了删除。使用 Y。检验、K—S检 

验、游程检验对删除余震后的主震 目录进行 了一般时间独立性检验，然后又进 一步使用扩散 

熵分析及时间K—function法对主震 目录的时间相关性和 时间丛集性进行 了严格的统计检验， 

结果表 明，我国大陆地震事件的发生具有 时间独立性，即地震发生在时间上遵从 泊松过程， 

且是典型的非平稳泊松过程。 

在地震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上，我们采用 “Cellular Seismology”法并辅 以Wilcoxon—test 

和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test等统计检验方法，对 “未来地震发生在 已发生地震附近” 

这一假设进行了验证分析。通过对我国8个地震区和 22个地震带的检验研究，结果表明 “未 

来地震发生在已发生地震附近”是一个真实、可测量的物理现象，即空间分布的地震活动性 

资料可 以作为未来地震潜在震源区的界定 ，这也意味着我国地震 空间分布呈现丛集模式。进 
一 步地 ，我们使用 K function空间点模 式分析工具 ，以 Neyman—Scott空间丛集模 型为基本 

模型，分析 了中国大陆地 区地 震点空间分布模 型，结果表 明，我 国地震 空间分布符合广 义 

Thomas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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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定量研究 了余震 时空丛集对地震危 险性分析的影响。我们采 用蒙特卡洛方 

法，以ETAS模 型为地震活动性模型模拟地震 目录，以基于空间光滑地震活动性模型的地震 

危险性分析方法计算地震峰值加速度 ，分析 了余震对地震危险性分析结果 的影响。结果表 

明，余震对 5O年超越概率 10 水平下峰值加速度的影响均值为 6 左右 ，最大为 18 左右， 

并且超越概率水平越高 ，余震影响越大。此外，文 中我们还提 出了一种在地震危 险性分析 中 

考虑 “强余震产生的地震动值超过主震产生的地震动值”对地震危险性影响的计算方法。计 

算结果表明，强余震对某些场点的地震危险性分析结果的影响可能达到 60％以上。 

本文的研究可 以为我国直接采用地震 目录资料进行地震危险性分析提供理论基础；进 一 

步加深对我国地震时空分布特征的认识和 了解 ；明晰余震时空丛集对地震危 险性分析结果 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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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城市人 口的快速增 多以及地价飞涨等原因，高层建筑 已经大量涌现于各个城市之 

中，并且数量仍在继续攀升。另一方面，许多城市均建造于盆地内部，同时具有发生大地震 

的构造背景 ，如我国的北京、银川、西安、呼和浩特等。历史上 多次大地震中的建筑震害特征 

表 明，盆地对地震动的长周期成分有显著的放大效应，可以对城 市中的高层建筑产生很 强的 

破坏作用。因此 ，盆地 内高层建筑的抗震设防问题 日显重要。然而，在我 国现行 的建 筑抗震 

设计规范以及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规范中，还 尚未就盆地对地震动的放大效应做 出明确解释 

和规定 ，这给城市的震害防御以及合理 的未来规划埋下 了隐患。 

北京市作为我国的政治、经济和 文化 中心，其地位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同时，从科学研 

究角度来看 ，一则北京市坐落于典型盆地构造 的范 围内，且具有发 生大地震 的构造背景 ；二 

则数千栋 25层 以上的高层住宅和 100 m 以上 的超 高层 商用建 筑 已经建成，并有加速建造 的 

趋势。这些建筑的自振周期通常在 3 S以上，有的甚至可长达 10 S。地震时，它们易与3～ 

10 s长周期地震动形成共振而产生 巨大的地震破坏。此外，强烈的地面晃动也可引发火灾等 

次生灾害。这些都将导致大量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也加大 了地震应急救援 的难度。因此， 

研究北京盆地结构对 3—10 s长周期地震动加速度反应谱的放大效应，可以明确北京盆地内 

高层建筑合理的抗震设防要求，给盆地内城市 的未来规划、新建 高层建筑抗震设计、高层建 


